
全市資訊組長會議 



08：30~09：00  報到 
09：10~09：30  頒發學校感謝狀&中心團隊介紹 
09：30~10：20  本市資訊競賽規劃與平台 
10：35~11：30  本市資訊教育訪視&資訊預算審查 
11：30~11：50  飛番雲服務＆openid認證 
12：00~13：00  用餐&休息 
13：10~14：00  xoops應用＆電腦教室管理套件 
14：00~14：50  網路管理研討 
15：05~15：30  學生認證系統&教育部電子郵件服務 
15：30~16：00  資安政策宣導 
16：00~16：30  綜合座談&散會 



 
國中部份 

   和順國中、崇明國中、金城國中 

   大橋國中、關廟國中。 

國小部分 

   億載國小、永福國小、海東國小、文元國小、 

   大同國小、開元國小、文化國小、樹林國小。 
 協助中心推動有功人員 

    竹橋國中 楊敦州 校長、柳營國中 周憲章 校長、 

    大同國小 呂政鴻 主任、賢北國小 張志仁 組長、 

    大成國小 劉勇炫 組長、大橋國小 王聖閔 組長、 

     

 

資訊教育推動績優學校-頒發感謝狀 



中心人員編制 

台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 



中心人員編制 

資訊中心主任 高誌健 主任 

行政管理組 陳志堅 組長 
組員：郭婉茹、陳鈞泓、曾卉羽、 

            古鴻儒、黃慧純、施瑞玲 

教育行政組 傅志雄 組長 組員：梁宗賀、王盈霖 

校務行政組 楊伯川 組長 組員：黃婉貞、郭秉鑫、王聖閔 

教學資源組 洪琮欽 組長 組員：吳弘凱、李佳玲、張志仁 

網路管理組 郭子誠 組長 
組員：卓國興、劉宜婷、劉育聖、 

            鄭盛南、劉勇炫 



學生網路競賽平台 

教學資源組 

報告者:李佳玲老師 



由於資訊中心設備和系統 
的成熟，以及教育局對於 
雲端科技應用的視野，將 
推動「資訊競賽系統校園 
化」的概念，由資訊中心 
負責建構整個師生雲端競 
賽平台環境，提供協助學 
校線上申請開辦校內競賽 
平台。 

一、平台緣由 



1、延伸飛番雲平台功能： 
加強飛番創作雲（DCS）客製化的層面，目前創作雲
多提供單一網站的套件服務，對於市內師生帳號的整
合若要做到全面與關聯，需投入額外的研發，校園競
賽平台用以解決此問題。 
 
2、學校不需管理設備與系統 
所有設備與平台由資訊中心備妥，學校只要申請通過，
立即核撥線上競賽平台供學校使用與管理。 

二、平台效益 



3、師生競賽作品雲端化： 
學校可將各年度重要競賽轉移到雲端辦理，未來學校
查詢校內歷年競賽事記與作品，或學生查詢歷年參與
的競賽歷程都是可以實現的。 
4、多層級的競賽資料庫 
a、可辦理由教育局發起的全市性競賽活動；某單位
協辦教育局全市性競賽活動；學校辦理校內競賽活動 
b、可自行創建活動分組、檔案規格 
c、評審線上觀看作品功能 
d、學生自行上傳作品 

二、平台效益 



1.測試網站:http://120.115.2.101 
 
2.測試期間:即日起~10/9 
 
3.問題回報: 
Email:tnjaile@tn.edu.tw 
網路電話:64090 
市話:2130669#32 

三、測試網站 

http://120.115.2.101/
http://120.115.2.101/


1、情境一：教育局開設競賽活動（全市統一活動辦
法）→全市學生報名參加 

四、情境應用 



2、情境二：教育局開設競賽活動→由各校申請辦理 
  →校內學生報名參加 

四、情境應用 



3、情境三：轄下單位承辦教育局競賽活動（全市統
一活動辦法）→全市學生報名參加 

四、情境應用 



4、情境四：學校申請開設校內競賽活動（各校自訂
活動辦法與自行評審）→校內學生報名參加 

四、競賽情境應用 



5、情境五：教育局開設主題競賽（全市統一，各校
自訂活動辦法）→由各校申請辦理→校內學生報名參
加 

四、競賽情境應用 



1、圖片（jpg、jpeg、png、gif） 

2、影片（mp4） 

3、網頁（zip、rar、7z） 

4、文件（doc、docx、odt、ppt、pptx、otp、

pdf） 

5、增加CC授權選單 

五、相容作品格式 



學習資源探索競賽 

教學資源組 

製作者:洪琮欽老師                            報告者:李佳玲老師 



1、教師已具備各類教學資源供應途徑：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各縣市教學資源網…等
實體上傳資源（臺南市另有URL教學資源供應、個人
儲存雲） 
2、國內教學資源以自行創作居多，質精但量少 
3、全球化數位資源浪潮造就影片、圖片取之不盡 
4、線上資源沒有以教學角度被精確歸類 
5、合理使用與CC授權協助教師減少自行創作負擔 
6、學生是資訊接收末端用戶 
7、網路找資料必須被庫存再利用才有意義 

一、活動緣由 



二、活動簡述 

藉由學生的思維與智慧，發揮探索與判斷的精神，蒐
集推薦與課程相關的優質網路學習資源，以充實教育
雲內容與實踐數位資源的應用，讓學習更加多元有趣 



三、活動效益 

1、以獲得精確的教學資源與課程關聯為目的 
2、引入嘉義縣國中小學教學單元類目服務 
3、建立與結合策略聯盟縣市國中小學生認證系統 
4、由學生代替教師依據課程蒐集對應教學資源 
5、以獲取大量網路圖片、影片等資源為目的 
6、資源收錄提供OpenData供策略聯盟縣市應用 
7、達成縣市統合視導學生OpenID建置推廣項度 
8、BigData分析(智慧型教學資源推薦) 



四、參賽資料 

1、活動網站：http://activity.tn.edu.tw/lre/ 
2、活動期間：自民國103年9月16日至10月30日止 
3、參賽對象： 
       國中組（國中一、二、三年級） 
       國小組（國小五、六年級） 
4、報名方式： 
競賽報名方式採用本市國中小 
OpenID 學生認證系統，因尚 
無私立學校之學籍資料，故私 
立學校需收集欲參加之學生名 
冊，由系統管理者匯入平台。 



五、參賽方式 

1、訂定主題：任選一個您在學校上過的課程，並先
了解其版本、領域、單元。 
2、資源探索：上網搜尋與該課程相關的學習資源
（圖片或影片），取得其連結網址。 
3、報名繳件：於活動網站報名與填寫作品資料、學
習資源連結網址，再加上您的評論，同一份作品須填
滿所有資源連結與評論，編輯完成後請儲存。 
4、作品管理：於個人作品列表可進行作品編輯，確
認無誤後將作品送審，靜候初審結果。 



六、獎勵辦法 

1、國中組：優等五名、佳作十名 
2、國小組：優等五名、佳作十名 
得獎者頒發獎狀乙紙、優等另致贈500元等值禮卷，
佳作另致贈250元等值精美獎品乙份 



七、成果應用 

翰林｜社會第一章｜ 
史前臺灣與原住民文化｜卑南文化 

康軒｜自然與生活科技｜ 
昆蟲的一生｜棉桿竹節蟲的一生 

南一｜自然與生活科技｜ 
認識月亮｜月亮 

翰林｜藝術與人文環境｜ 
建築生活圈｜綠建築 



七、成果應用 

應用於飛番教學雲 
電子書編輯 



資訊教育推動指標 

行政管理組 

報告者:陳鈞泓老師 



一、教育部資訊設備及教學應用線上填報 



 
電路連接種類 
(一)ADSL ：6校（湖東分校、六溪分校、林鳳國小、博愛國小、 
      土城國小城西分班） 
(二)FTTB ：272校 
(三)Cable： 2 校（永福國小、光榮國小） 
(四)學校未達100MB以上：15校 
       保西國小、西勢國小、北寮國小、陽明國小、港尾國小、成功

國小、文山國小、雙春國小、大內國小、龍崗國小、土城國小
城西分班、億載國小、漁光分校、賢北國小、龍潭國小  

 

無線網路未支援跨校漫遊：12校 
太子國中、山上國小、小新國小、金砂分校、下營國小、林鳳國小 
、渡拔國小、菁寮國小、新東國小、新泰國小、永康勝利國小、土
城國小城西分班 。 
 

一、教育部資訊設備及教學應用線上填報 



 
校園網路環境未支援IPv6：６校 
層林國小、西埔國小、光榮國小、金砂分校、林鳳國小、土城國小
城西分班 。 

 
無線網路未支援IPv6： 1３校 
 玉井國中、麻豆國中、層林國小、北寮國小 、西埔國小、小新國  
 小 、港尾國小、金砂分校、竹橋國小、渡拔國小、內角國小、永 
 康勝利國小 、土城國小城西分班 。 

 
網路電話未支援IPv6： 1７校 
 仁德國中、龍崎國中、玉井國中、菁寮國中、層林國小、北寮國小 
 西埔國小、小新國小、港尾國小、金砂分校、苓和國小、文山國小   
 雙春國小、渡拔國小、菁寮國小、東山國小、土城國小城西分班。 
  

一、教育部資訊設備及教學應用線上填報 



 
國中部份(分數達70分以上)： 

       和順國中、崇明國中、金城國中、大橋國中、 
       關廟國中。 

 
國小部分(分數達88分以上)： 

    億載國小、永福國小、海東國小、文元國小、 
       大同國小、開元國小、文化國小、樹林國小。 

   
 
 
 
 

二、102年資訊教育檢核表成績優異學校 

http://www.hsjh.tn.edu.tw/ict/
http://www.ttes.tn.edu.tw/ict/


 
 
 (1)資訊中心首頁 http://www.tn.edu.tw/ 

 (2)資訊組長與資訊業務專區 http://web.tn.edu.tw/forum/  

   

 學校進行蒐集與彙整資料。 
       
 統一置於學校首頁明顯處，並將連結網址設為http://學 
    校網址/ict/。(例如: http://www.sges.tn.edu.tw/ict/)相關佐 
    證文件建議以超連結方式呈現。  
 至於各年度檢核表則以分年度方式進行超連結來呈現。 

 

 請各校於1１月16日前完成建置及提供佐証。 
 

三、103年臺南市國中小資訊教育訪視(評鑑) 

表格下載 

組織資料 

完成時限 

掛置網頁 

http://www.tn.edu.tw/
http://web.tn.edu.tw/forum/
http://www.sges.tn.edu.tw/ict102/


 
 
 

佐證注意事項： 

請列出自評分數。另有列出分數之項目，亦請同時提供 

   佐證。 

個資資料要保護，例如：遮住研習名單姓名中間字。 

計算過程要寫出，例如：60/100=0.6，切勿只寫0.6。 

佐證資料請儘量不要設帳號密碼，容易造成審閱困難。 

研習時數資料、無限網路使用情形等，可考慮用截圖來 

   呈現。 

主機弱點掃描每年應主動進行陳報一次；個資弱點掃描 

   雖無次數限制，但仍建議每年度至少進行一次。 

 

三、103年臺南市國中小資訊教育訪視(評鑑) 



 
 
 

「學校每班每週可排電腦教室之比率」學校如何拿分？ 

(1)問題：國中電腦課不是必修，可是訪視指標又要提供電腦     
    教室課表，這樣國中根本拿不到分數！ 

 

 

 

(2)解決方式： 

ａ.檢附已排課之電腦教室課表。 

 b.將電腦教室空堂數與未排入之班級數相比較，如果空堂數 ≧  

    未排入的班級數，就可証明每班每週均可排課至少一節以上
（例如：全校班級數15班，有10個班級未排入電腦課，而電腦教室空
堂數尚有30節，因此30>10可供進行排課，故全校每班每週確實可排
課一節以上） 

三、103年臺南市國中小資訊教育訪視(評鑑) 

項目 評估指標 學校說明—佐證資料 

(二)學校每班每週
可排電腦教室之比
率(3分) 

1.國小三年級(含)以上，學校電
腦教室可供每班每週排課： 
(1)至少一節以上，3分。 
(2)未達一節，0分。 

請提供學校電腦教室排課表、各年
段班級數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先期審查 

行政管理組 

報告者:郭婉茹老師 



 
1、緣由： 
       學校預算以往僅提送至教育局審查，自104年度起，
配合市府政策，學校的資訊預算要經過市府「先期審查」
通過後，得以編列。 
(103年時要提報104年的資訊預算，經市府先審後，才可以編列預算) 

2、簡要流程： 
 
 
 
 
 
 
 
 

一、緣由及簡要流程 

預計
時程 

4/15~4/30 5/1~5/15 5/16~5/31 5月底前 6月中旬 7月初 

辦理
單位 

本局各科室、
二級機關及 

學校 

本局 
資訊中心 

本府 
資訊中心 

本府 
資訊中心 

本府 
資訊中心 

 

本局 
資訊中心 
會計室 

事項 提交經費明細
表及相關文件
送本局資訊中
心 

初審資料完
整性及彙整
本局、二級
機關及學校
資料送本府
資訊中心並
上網填報 

初審資料
後送本府
主計處審
查 

召開審查會議，
由秘書長主持，
主計處、財政
處、人事處、
研考會、本府
資訊中心等委
員審查 

召開提裁事
項會議，需
提請裁示的
單位派員說
明，請秘書
長裁示是否
同意核列 

本局資訊中心
將審查結果送
本局會計室審
核後，依經費
來源不同，分
別公告 



二、審查原則 

1、明年度預算額度，以不逾今年預算額度為編列原則。 
2、資本門採逐項審查；經常門在學校預算內支應，審查
其編列的項目與數量合理性。 
3、審查項目： 
 
 
 
 
 
 
 
 
 
 
 

項目 審查原則 

個人電腦 1.屬汰舊換新：申請數多於財產清單冊逾年限6年數量之四分之
一時，核准數以後者為原則，並優先汰換年代較久之設備。 
(需檢附財產清單冊，個人電腦105年修正為1/2) 

2.屬新增設備：僅同意新機關成立及機關增列員額提列部分。 
 (僅限個人電腦，需檢附相關人事資料佐證) 

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 

其他資訊軟
硬體設備
(如NAS、伺
服器、網路
交換器、無
線基地台等) 

1.屬汰舊換新者：請檢附財產清冊審查。 

2.屬新增設備：請檢附需求文件，如相關計畫、廠商報價單等
或其他看得出有此需求的文件。 
(超過10萬元務必檢附相關文件審查) 

附件1-審查原則.doc


二、審查原則 

4、非屬資訊軟硬體設備不予審查：投影機、影印機、數
位相機、攝影機、教學廣播系統等設備的購置、租賃。 
5、Office因具沿用性，僅核可新購個人電腦之Office購
置。 
6、資訊設備核列金額標準： 
     (1)依共同供應契約標準核列。 
          (會提供單價標準表供參，例如個人電腦整組編列上  
           限為2萬5,000元) 
     (2)未列於共同供應契約，依市場行情審核機關(單位)   
          提報單價的合理性。 
7、編列價格昂貴(逾100萬)或非核心業務之資訊系統申請
時，另提該項申請呈市府長官裁定。 
 
 

2014-04-09--資訊預算審查--單價標準表(共同供應契約).xls


三、檢附文件說明 

※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明細表 
 1.若無編列需求，仍須核章回傳並加註「本校無編列需
求」。 
 

 2.若當年無資本門預算，仍得在下年度提列資本門預算，
審查後得以編列。 
 

 3.因係使用學校自家預算，並非是額外補助款，故編列前
應先進行內部協商及瞭解經費來源，避免超編，提報後如
經市府審查通過後則需確實編列。 
 

 4.年限如何查詢？（可透過本市財管系統
http://newmoney.tainan.gov.tw/查詢） 
 5.如編列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印表機等三項，請在用
途欄備註已逾6年臺數，例如：汰舊換新3臺(已逾6年12
臺) 

附件2-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明細表(需核章).xls
http://newmoney.tainan.gov.tw/


三、檢附文件說明 

※逾汰換年限的財產清單 
 1.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印表機：需提列從購置日期到
當年底已使用逾6年的財產清單供審查，且核准數以1/4
為原則(個人電腦為1/2)，例如：本校已逾6年的電腦共20
臺，最多可申請汰舊10臺。 
 

2.若今年設備已報廢，可附報廢單佐證，並在「逾汰換年
限的財產清單」說明「已報廢尚未購置新設備」。 
 

3.若電腦主機及螢幕是分開列帳的，可合併計算，例如：
主機有25臺、螢幕有30臺，可合併算個人電腦有25臺。 
 
※相關人事資料（如人事派令、增額同意函） 
※相關需求文件(如計畫書、廠商報價單) 
※範例1         範例2        範例3 
 

附件3-逾汰換年限的財產清單(需核章).xlsx
範例1.pdf
範例1.pdf
範例2.pdf
範例2.pdf
範例3.pdf
範例3.pdf


飛番Hahay運算與創作雲 

教育行政組 

製作者:傅志雄老師                            報告者:高誌健主任 



零機房 

開發平台 
運算平台 
資源平台 

教學平台 
教學資源 

各校網管 

各校開發人員 

教職員師生 

• 辦理四階段12場次研習 
• 全市271所學校教育訓
練與平台建立完成 

• 部分學校網站已全部轉
移飛番雲 

目前狀態 



Hahay運算雲台IAAS 

1、全市所有學校教育訓練於9/29結束 
2、研習為ubantu/windows兩種作業系統 
3、於10月後開放各校申請(目前額度是1個VM) 
       >建議是有特殊需求,有關架站盡量使用PAAS 
       >建議是DNS與DHCP服務(空間需求小的服務) 
          (不過DNS集中化目前正進行…)  
4、近期目標: 
       >擴充建VM數量 
       >擴充VM外掛儲存空間 
       >擴充VM備份空間 
       >擴充VM種類(例如CENTOS..) 
 



1、全市所有學校教育訓練於9/24結束 
2、兩種開發語言(PHP,C#),30套自由軟體, 
      研習主推Xoop, Wordpress, Gallery三種平台 
3、近期目標: 
      >增加不同程式語言開發環境 
      >擴充架站數量與儲存空間 
      >增加平衡負載設備 
      >新增儲存服務(NAS) 

Hahay創作雲台PAAS 



飛番雲平台使用須知 

1、飛番雲平台帳號請妥善保管。 
2、飛番雲平台帳號於離職或更換職務時請移交。 
3、飛番雲平台帳號屬學校資產，不得轉作個人或 
      班級他用。 
4、若需變更密碼，請使用中心Email Address與 
      中心聯繫。 
5、飛番雲平台建立的網頁應用程式、資料庫或者 
      是虛擬機器提供服務之設定檔，建議學校同步 
      備份，做更多防備措施。 



平台與資源 

教材與學習資 
源數位平台 

Public Private 

Hybrid 

150000全市師生 

儲存雲 

三層雲端服務架構 



帳號管理(原系統、新雲端平台) 

身分認證三大系統: 
1、教職員身分認證系統(原系統)       
2、學生身分認證系統 
3、OPENID(新雲端平台整合系統) 

資料庫 
1、AD 
2、SQL Server 



教職員--身分認證系統 

教職員--身分認證系統架構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s5tsE25F9X5FsM&tbnid=ItihwXdKCTv8aM:&ved=0CAUQjRw&url=http://www.etektraining.com/microsoft-sql-server-training-classes-new-jersey-nj&ei=VhhuU7XUNoi1kgXrnIDYCw&psig=AFQjCNEamGEgtlTOkhxo4LrWDShx3-SvIQ&ust=1399810509538596


教職員--身分認證系統 

驗證的系統 

服務系統(身分認證字號登入) 

http://bulletin.tn.edu.tw/
http://e-learning.tn.edu.tw/
http://www.tn.edu.tw/survey_notice.htm
http://www.tn.edu.tw/std/
http://163.26.2.31/leave/
http://163.26.2.31/assess/
http://content.tn.edu.tw/
http://epaper.tn.edu.tw/edmail/
http://disaster.tn.edu.tw/
http://voip.tn.edu.tw/
http://www.tn.edu.tw/odm.htm
http://104.tn.edu.tw/
http://163.26.1.84/mds/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s5tsE25F9X5FsM&tbnid=ItihwXdKCTv8aM:&ved=0CAUQjRw&url=http://www.etektraining.com/microsoft-sql-server-training-classes-new-jersey-nj&ei=VhhuU7XUNoi1kgXrnIDYCw&psig=AFQjCNEamGEgtlTOkhxo4LrWDShx3-SvIQ&ust=1399810509538596


身分認證系統 

Public 
Cloud 

Private 
Cloud 

驗證的系統 

飛番SAAS平台 

服務系統(Email帳號登入)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xIjRJRoHfZRzPM&tbnid=ufKwHACvsBS4VM:&ved=0CAUQjRw&url=https://www.iconfinder.com/icons/191102/mail_server_icon&ei=phluU4aGO8r4kAXllICgCA&psig=AFQjCNHTyXS4V0nFKPvhdT7DiFtAHBRlcQ&ust=1399810837410481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cGFJ7EjEa04bBM&tbnid=9kPWpRERRHB0hM:&ved=0CAUQjRw&url=http://www.openfind.com/oes/about_me_main.php&ei=chluU6LjEsfSkwXDlIHQBw&psig=AFQjCNGpf21K3nEU3R8eJOQBv7o-krIlrg&ust=1399810791975281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wn8a4oJNYBc7xM&tbnid=BfzAIPq42bvn3M:&ved=0CAUQjRw&url=http://www.internetdatacenter.com.ar/en/servidores.html&ei=4BtuU5-YG8aBlAWWqIHADQ&psig=AFQjCNFXvfOWGS4SJsCVCn0JtK-QDJP5eA&ust=1399811381403894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s5tsE25F9X5FsM&tbnid=ItihwXdKCTv8aM:&ved=0CAUQjRw&url=http://www.etektraining.com/microsoft-sql-server-training-classes-new-jersey-nj&ei=VhhuU7XUNoi1kgXrnIDYCw&psig=AFQjCNEamGEgtlTOkhxo4LrWDShx3-SvIQ&ust=1399810509538596


學生身分認證系統 

台南市 wi-fi 漫游 

office365 

教育部Email 

飛番儲存雲 

飛番SAAS平台 

服務系統(OpenID帳號登入,Office365) 



教職員-身分認證系統 

學生身分認證系統 

OpenID架構 



 臺南市各級學校網路流量分析系統 
OpenID服務系統 

 全國學生競賽系統 



OpenID介接規範 

• 幾類介接模式 

• 基本模式 

• 教育部規範模式 

• 資訊中心內部系統介接模式 

• 特殊客製化 

• 各縣市發展步調不一，目前教育部派團隊輔導各
縣市上架 

• 本市會擇日辦理教育訓練,提供各校系統介接。 



OFFICE365 

• 帳號: 

xxx@cloud.tn.edu.tw 

• 請使用IE,Firefox(google瀏覽器不支援AD驗證) 

• 近期擴充: 
>免費Word, Excel, PowerPoint, OneNote,  
  Outlook,Access, Publisher 
>免費OneDrive:1TB 

 

 

 



XOOPS輕鬆架 

教學資源組 

報告者:吳弘凱老師 



1. 網址：http://120.115.2.90 
2. 架站只要五分鐘！ 
3. 適用各種平台（Window、Linux、飛番雲端） 
4. 線上直接安裝、更新模組 
5. 超彈性調整佈景版面 
6. 無須建立教職員帳號且可避免垃圾帳號 
7. 多位老師共同開發，學校相關功能最齊全 
8. 即時回饋，即時處理 
9. 2013-11-15起至今已超過1500個站使用 

關於XOOPS輕鬆架 



學生名冊（單位名冊） 

1. 後台功能 
1. 快速匯入全校學生名冊 
2. 班級設定 
3. 教職員職稱、群組設定 
4. 學生名冊、自訂匯出學生資料 

2. 前台功能 
1. 教職員電子郵件帳號、網頁一覽表 
2. 搜尋學生功能 
3. 學生名冊（班級、全學年）Excel下載 
4. 家長代表票選檔doc下載 
5. 全校學生、班級人數統計表 

3. 超友善界面（拖、拉、點） 
 



班級課表 

1. 後台功能 
1. 自設學年期、天數、節數、年級、科目、需排

課教師、是否開放級任自排 
2. 超友善排課功能！ 

2. 前台功能 
1. 班級課表查詢 
2. 教師課表查詢 
3. 教室課表查詢 
4. 級任排課功能 

3. 簡易！方便！快速 
 



學生收費管理 

1. 後台功能 
1. 可設定減免身份、補助減免提醒、繳費細項 
2. 可自行開設收費項目 

2. 前台功能 
1. 班級繳費 
2. 可加入減免學生 
3. 可匯出班級的繳費檔案 
4. 進行班級細目統計 



課後照顧報名 

1. 後台功能 
1. 可設定減免身份、時段、金額、開辦年級、開

辦班別、鐘點費佔成數、每班人數、未滿15人
鐘點費打折 

2. 開設辦理期別並自動計算鐘點費及匯出學生資
料 

2. 前台功能 
1. 學生報名界面（會自動計算應繳費用） 
2. 可匯出點名冊 

3. 報名後，後台會自動計算出該班應收費多少 



班級報名 

1. 後台功能 
1. 開設活動，可選年級、錄取人數、匯出資料 
2. 亦可自行設定需要之欄位 
3. 可套用之前的活動 
4. 可匯出所有報名者資料 

2. 前台功能 
1. 班級報名 
2. 只要輸入座號即可帶出該學生資料，超方便！ 



感謝這些開發者 

1. 台南市新營國小 林朝敏老師 
1. es系列等九個模組 

2. 台南市大橋國中 鄭登元老師 
1. 服務學習管理系統 
2. 多區塊多層次跑馬燈模組 

3. 彰化縣草湖國中 陳憶傑老師 
1. 線上隨選出題測驗系統 
2. xuite相簿秀圖機 

4. 台南市育將電腦 郭俊良先生 
1. 聯絡我們 
2. 萬用表格 
3. 自訂頁面模組 

 



MiniServer、無線網路、電腦教
室管理、DNS服務安全 

網路連線組 

報告者:卓國興老師 



1、MiniServer計畫緣由： 

縣市合併之後，為了銜接與轉移B2D作業系統，
並且能簡易架設伺服器，開始此計畫之工作 

2、進化中的設定功能文字dialog設定 -> tcltk圖形快樂
架 -> web管理界面 

3、未來發展 
以web設定工具替代『客製化』MiniServer完

成階段性任務，在各校轉移服務到雲端前，提供必
要與穩定的服務，逐步轉型為學校電腦管控、校內
服務、網管工具系統，服務轉用輕量級虛擬化：lxc
與docker 

 
 

一、MiniServer管理沿革與未來 



縣市合併加上行動裝置快速成長，截至目前為止，最
大同時使用人數來到1902人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1 

SSID、認證模式、使用的資源 
 
 
 
 
 
 
 
 
附註：1. Domain為學校網域名稱縮寫，如和順國中HSJH 

2. 無限漫遊單位查詢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 

 
為不影響臺南市師生使用，限制iTaiwan用戶使用時間 
平日 17:30 ~23:00 假日 8:00 ~23:00。 
 

SSID Name 使用者 認證及加密 網段環境 漫遊 

TANetRoaming 
臺南市師生/iTaiwan
用戶/無限漫遊單位 

Web 
認證 

中心IP 支援跨縣市漫遊 

TN-Teacher 臺南市教職員 802.1x 中心IP 支援跨校漫遊 

Domain(學校網域縮寫) 

臺南市教職員 802.1x 各校IP 支援跨校漫遊 
TN-Domain(學校網域
縮寫，NGN採購之D-link設備)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
https://roamingcenter.tanet.edu.tw/


學校無線網路環境提供TANetRoaming、TN-Teacher、
Domain(如進學國小CHPS)等SSID先決條件. 
 
採用中心建議的集中管理式AP  
 管理一致 
 設定問題交由中心處理 
 採用單一身份驗證方式 
 
原98年NGN擴大內需專案所購置之D-link設備將逐漸汰
換，可挪為校內自用的AP。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1 



 
 
 
 
 
 
臺南市學校無線網路架構圖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2 

TANet 

資訊中心 

Radius 

中心AD  

中心Core Switch  
虛擬防火牆 

Switch 

IPv4/IPv6 

學校端 

IPv4 
IPv6 

光電轉換器 

Wireless 
Controller 
Manager 

TN-Teacher 

TANetRoaming 

Domain 
TN-Domain 

IPv4/IPv6 

中心IP 
IPv4/IPv6 

中心IP 
IPv4 

校內IP 
IPv4/IPv6 

Roaming 
Server 

Local  DHCP 
Wireless AP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3 

問題1 
學生與iTaiwan帳號導入，及行動裝置增加，發生IP不足
問題。 

 
解決方式 
1. 在TANetRoaming 環境加入更的虛擬網段因應，目前擴

充到12個ClassＣ。 
2. TN-Teacher環境加入3個Ｃ的 

虛擬網段，目前為3個C的 
實體IP網段+3個C的虛擬IP網段。 

3. 虛擬IP網段部份同樣加入 
IPv6網路環境，讓TN-Teacher 
都有IPv6。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3 

問題2 
大量學生使用TN-Teacher，恐影響老師透過無線網路教學順
暢。 

 
解決方式 

為了統一控管學生上網及保留教學資源，目前僅在TANetRaoming開放
學生帳號使用但仍有不少學生帳號嘗試使用TN-Teachr連線，針對此行為
在發生10次後，系統將自行阻斷該設備連線。 

 



二、臺南市無線網路現況與未來發展-3 
 
 

問題3: 
在監控無網路使用狀況，發現單一帳號同時出現在多個
AP設備，也有單一帳號同時出現在不同學校的AP上，一
但發生資安事件，最後追查到的並不是本人。 
 

 

解決方式: 
 

單一帳號同時在5個設備上同時 
登入，中心將進行通知及確認。 
一但發生單一帳號同時出現在 
多個設備，且分佈於不同學校， 
基於資安考量，將暫時停用該 
帳號使用。 
 



三、電腦教室管理系統的進化與變革 

集中管理 

 
 

miniserver
中央控管機 



三、電腦教室管理系統的進化與變革 

目前運作於電腦教室的管理系統，已經穩定運作，並
依據一些環境需求上的變革，自訂出許多功能 
自由很好，需要的額外功能無須加價購 
近期的功能進化方面： 
1.更簡易的範本機製作 
2.製作自訂需求的clonezilla live與windows PE（神奇的是，

windows pe可以由ubuntu來作，而且很簡單^_^） 

3.clonezilla+win8-32-pe一次完成安裝好windows8 + linux live系

統 

4.Native Boot VM windows系統，可以持續保留現有環境或一次

重開機後還原 

5.WEB管理界面？？？？ 
 



四、延伸計畫-網管瑞士刀（隨身碟） 

藉由這次電腦教室管理系統的研習，發現整個流程最
困難的部份，就是作出合乎需求的範本機，前面說到
可以使用clonezilla+win pe來作，當然，這些系統工
具，都可以放到『隨身碟』執行，乃有此想法 
 
萬用的工具隨身碟 

隨身系統、救援系統、備份還原系統、
windowsPE+自訂軟體、多媒體中心、娛樂系
統..... 



五、dns服務安全與近期的查詢攻擊 

最近有許多學校的DNS遭到了攻擊，大都是因為沒有限制遞迴
查詢，導致外面的IP也可以使用學校的DNS進行遞迴查詢，產
生大量的查詢封包，攻擊者只要利用沒有限制遞迴查詢的學校
DNS，去查詢一個網域，就足以產生大量的名稱解析 
相關狀況與處理流程，可以參考我的處理經驗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ACK8AihEUOn
J_wGSVHq0saFrIksJyfzjC9FQhLD86Y/edit?usp=sharing 
 
因此，dns集中代管有其必要性，當然，這些相關的經驗與處
理，也一開始就要於系統中做好防範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ACK8AihEUOnJ_wGSVHq0saFrIksJyfzjC9FQhLD86Y/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ACK8AihEUOnJ_wGSVHq0saFrIksJyfzjC9FQhLD86Y/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ACK8AihEUOnJ_wGSVHq0saFrIksJyfzjC9FQhLD86Y/edit?usp=sharing


學校異常連線分析 
DNS攻擊、校內接線有loop迴圈 
濫發垃圾郵件、大量TCP445連線 

網路連線組 

報告者:鄭盛南老師 



案由： 
 
每日定檢發現 
某國小的流量 
異常，如圖 
 
 
資料來源 
mrtg.tn.edu.tw 

案例一、DNS攻擊 

每
日 

每
週 

每
月 

疑似攻擊啟動點 

http://mrtg.tn.edu.tw/


案例一、DNS攻擊 

調查： 
由flow網站查出該校某IP，DNS流量一天12GB，如圖 
 
 
 
 
資料來源 
flow.tn.edu.tw 

使用技巧：點擊後直接key學校Domain 

http://flow.tn.edu.tw/


案例一、DNS攻擊 

調查： 
並查出該校對外DNS流向不同的IP，如圖 
 
 
 
 
 
 
 
 
 
 
 
資料來源：flow.tn.edu.tw僅列出畫面可顯示範圍 

http://flow.tn.edu.tw/


案例一、DNS攻擊 

調查： 
擷取封包分析，詢問資料只有１筆，但要回答245筆。 
 
Windowns 
可裝 
wireshark 
 

 
Linux 
可裝 
tcpdump 
 
 
 

 
 
 
 
資料來源：學校自行在主機安裝封包擷取軟體 



案例一、DNS攻擊 

處理： 
連絡學校將該主機下線，下線後流量明顯改變 
時間為下午3點 
左右，學校 
尚未放學， 
流量突然 
下降，如圖。 
 
 
 
 
資料來源 
mrtg.tn.edu.tw 

每
日 

每
週 

http://mrtg.tn.edu.tw/


案例一、DNS攻擊 

 
案例討論： 
 
1. DNS應限制遞迴查詢範圍或關閉遞迴查詢。 
 (目前Linux系統可限制，Windwos系統只能關
閉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1738.aspx#BKMK_winui) 
自我檢查：Windowns 用 nslookup、Linux用dig指
令問DNS，校外的domain如：www.fbi.gov 美國聯
邦調查局，盡量是校內不會去連的網站，避免DNS用
暫存資料回應。 
 
2. 未來可移至雲端ISSA層或中心DNS代管(規劃中)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1738.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1738.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1738.aspx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71738.aspx
http://www.fbi.gov/


案例一、DNS攻擊 

 
檢查示範(windows版，要用校外IP的電腦去問喔!) 
1.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 
2. 輸入nslookup按enter 
3. 看到>提示字元， 

輸入server   163.26.XXX.1(欲檢查的DNS的IP) 
                    ^空格 

4. 輸入一外部網址 
www.nasa.gov 
(美國太空總署) 
看問不問得到IP。 

5. 關閉遞迴查詢後， 
清除快取後， 
再問問看。 

問自己學校網址會回答 

問美國太空總署也會回答 

http://www.nasa.gov/


案例二、校內接線有loop迴圈 

案由： 
 某國小資訊組長反映校內某區域無法上網，mrtg
流量無特別異常，但發現該區連至Dlink3426上的第7
埠燈是熄滅的，請中心協助。 
 
 
 
處理： 
 請組長先將第7埠的線接到其他空埠，結果燈號
亮起後過幾秒就又熄滅，就請組長檢查該區域是否有
接線錯誤，產生loop的情形。 
 



案例二、校內接線有loop迴圈 

案例討論： 
 
1. 學校第一層骨幹Dlink3426，若監測有異常廣播封

包會自動block該埠10分鐘，此時燈號會熄滅非故
障。若改接到其他空埠，燈號亮起後過幾秒就又熄
滅，表示不正常的封包或是loop還在。 
 
 

2. 盡量平行式佈線，降低網路除錯的複雜度。  
Dlink3426 

Switch 1 Switch 2 Switch 3 

Dlink3426 

Switch 1 

Switch 2 

Switch 3 



案例二、校內接線有loop迴圈 

查問題的方法： 
1. 從骨幹3426確認有問題的埠，查出下接的switch 。 
2. 將該switch所有網路線都拔除，一條一條再接上

switch，若某條線一接，燈號就快速閃爍，甚至感
覺是恆亮，就可以找到有問題的接線。 

3. 若還沒就重複做step2，直到找到為止。 
4. 若是要找有問題的電腦(中毒)，也可用一樣的方式。 

Step1 Step2 找到出問題的switch 



案例三、濫發垃圾郵件 

案由： 
由netflow發現學校兩台電腦有大量TCP25連線，如圖。 
 
 
 
 
 
 
 
 
 
資料來源 
http://netflow.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電腦中毒，一天11189封信 

Mail 帳號被盜，一天10952封信 

http://netflow.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案例四、電腦中毒，大量TCP445連線 

案由： 
由netflow2網站 
查出該校有問題 
的IP，如圖 
 
 
 
 
 
 
 
資料來源 
http://netflow2.tn.edu.tw/likeScan/down.html 
 

用chrome瀏覽，搜尋IP網段 

每
一
條
黃
線
表
示
搜
尋
到
一
筆
資
料 

http://netflow2.tn.edu.tw/likeScan/down.html


案例討論： 
1. TCP445 主要用於網路芳鄰傳輸檔案用，故連線IP

應為校內網段，右圖連線 
IP位置皆非校內網段 
，甚至是國外的IP， 
故判定為中毒。 
 

2. 案例三、四皆可用 
命令提示字元輸入 
指令netstat –an  
檢查本機連線狀況 
 

3. 做好本機防毒及個人帳號密碼強度宣導。 

案例三、案例四 討論 



資訊組長常用網站 

網路連線組 

報告者:鄭盛南老師 



臺南市各校連線狀況及連通率偵測 
  1.中    心：http://ping.tn.edu.tw/ 
  2.教育部：http://192.83.166.43/ 
網路流量趨勢圖 http://mrtg.tn.edu.tw/ 
IP流量觀察統計 
  1. IPv4 查詢   http://flow.tn.edu.tw 
  2. IPv6 查詢   http://ipv6flow.tn.edu.tw 
netflow：每10分鐘TOP連線數統計報表 
1. 臺南市Ahttp://netflow.tn.edu.tw/likeScan/down.html 
2. 臺南市Bhttp://netflow2.tn.edu.tw/likeScan/down.html 
netflow：每天寄送E-Mail數量統計報表 
1. 臺南市Ahttp://netflow.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2. 臺南市Bhttp://netflow2.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資訊組長每日至少觀看一次 

附註：臺南市A為中西區、東區、南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臺南市B為其他區。 

http://ping.tn.edu.tw/
http://192.83.166.43/
http://192.83.166.43/
http://mrtg.tn.edu.tw/
http://flow.tn.edu.tw/
http://ipv6flow.tn.edu.tw/
http://netflow.tn.edu.tw/likeScan/down.html
http://netflow2.tn.edu.tw/likeScan/down.html
http://netflow.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http://netflow2.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http://netflow2.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http://netflow2.tn.edu.tw/mailVirus/down.html


資訊組長與資訊業務專區 
http://web.tn.edu.tw/forum/ 
 
 
 
 
 
 
臺南市資訊組長手冊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neduicinfo/shi-wu-guan-li-
mian/ch3-ben-shi-xiao-wu-xing-zheng-xi-tong-shi-yong 
 

往後資訊更新皆以此兩網站為主 
公務E-mail發信以南資tn的信件為主，請資訊組長們多留意。 

資訊組長每日至少觀看一次 

http://web.tn.edu.tw/forum/
http://web.tn.edu.tw/forum/
http://web.tn.edu.tw/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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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長專用書籤 
 
 
 
 
 
 
 
 
 
 
 
資訊組長手冊中 第三篇 ch7 下載使用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neduicinfo/shi-wu-guan-li-
mian/ch3-ben-shi-xiao-wu-xing-zheng-xi-tong-shi-yong 
 

資訊組長每日至少觀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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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牆規則設定說明 

網路連線組 

報告者:郭子誠老師 



 
 
 
 
 
 

 

•學校預設防火牆規則 

• 外部存取學校主機服務- 預設拒絕 

• 學校內部存取外部主機服務- 預設允許 
 

開埠常見錯誤態樣-1 

該筆規則屬內對外，預
設允許，故不需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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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監測開埠規則有問題嗎? 

•安全嗎? 
 

開埠常見錯誤態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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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了解該系統的服務狀況 
• 該監控系統有提供WEB服務。 
• WWW登入有做帳號 

權限控制。 
• Telnet(TCP 23)服務主 

要用於設備維護用。 
• FTP做為手動下載系統 

log使用。 
• 該系統會定期寄送 

E-mail通知。 
 

開埠常見錯誤態樣-2 



• 防火牆規則設計評估(以電力監控系統為例) 
• 視主機資料的機密性、敏感性，調整防火牆規則，

是否要該外部任何來源(Any)都能存取。 
• FTP有密碼保護，傳輸的資料為電力數據，無敏感

性資訊，FTP又屬常用對外服務，可對Any開放。 
• WWW登入有密碼保護，提供線上用電資訊及功

能參數設定，WWW又屬常用對外服務，可對
Any開放。 

• Telnet服務用於設備維護用，資料傳輸方式為明碼
傳送，不應讓任何來源都能存取，故應限制來源IP，
並加上時間限制，有助於確認該IP規則有效性，及
廠商是否有持續在維護。 

 

開埠常見錯誤態樣-2 



• 調整後的開埠規則 
 

開埠常見錯誤態樣-2 



• 若FTP登入權限，是可以修改網站內容或傳輸的資料
有敏感性資訊如個資，防火牆規則該如何設定 
• 限定來源IP 

 
• 若無法限定來源IP 

• 增加密碼強度 
• 採用FTPS加密連線方式 
• 限定防火牆規則啟用時間 

 
• 檔案傳輸用的服務埠(如: 使用sftp透過tcp 22傳輸

檔案)，應避免與管理服務埠相同(如: ssh)，可改
用ftps方試或將sftp服務設定於其他埠，以利於流
量監控，區別是否為暴力測試帳號登入的流量。 

 

防火牆規則設計相關問題 



• 管理者沒有來源固定IP，但又需要能隨時從外部透過
遠端桌面連回學校主機處理事務，防火牆規則只能設
定讓該IP允許任何來源存取，怎麼辦? 
• 1. 增加主機密碼強度. 
• 2. 更改預設的tcp :3389 port 如:改為tcp : 6689 

 
• 為確保防火牆規則有效性，針對特定來源固定IP開放

的防火牆開埠規則，應該設定有效時間。 
• 若該規則仍有使用，時間到期後，規則自動停用，

若有需求，相關人員會自行反應。 
• 限定上班時間才能使用，易於管理者掌握遠端使

用者。 
 

防火牆規則設計相關問題 



• 部份系統廠商在系統平台的權限管控仍缺乏警覺性 
• 帳密輸入 admin /admin就能登入系統 
• 駭客有更多的資訊能找尋系統漏洞對外發動攻擊 

委外系統常見問題 



• 廠商使用的系統平台版本存在遠端執行代碼漏洞，被
放置攻擊程式對外發動攻擊。 

委外系統常見問題-2 



網路電話購置說明 

網路連線組 

報告者:郭子誠老師 



D-Link 新款話機型號DPH-168GE。 
每台話機售價: 2900元，保固3年。 
 
建議購買窗口: 
國眾電腦 加購及報修電話: (06)312-7281    
神翼科技 加購及報修電話: (06)268-5775 
 
98年NGN擴大內需專案向中華電信購置的DPH-150SE
型號話機，保固到期日如下: 
原南市 保固5年,至103年11月25日截止。 
原南縣 保固5年,至103年11月23日截止。 
 
 

網路電話購置說明 



目前DPH-168GE話機尚待解問題 
問題1: 
話機的自動佈署設定無法與舊有話機相容，目前需手動設定話機。 
解決方式:待D-Link在中心建置自動佈伺服器後，學校即可透過

查號台進行線上話機異動申請，審核通過後重開話機。 
 
問題2: 
為讓話機同時支援IPv4/IPv6，同一號碼在話機帳號1設定以v6
註冊，帳號2以v4註冊時，話機預設以帳號1撥號，此時若v6網
路不通時，話機將無法正常撥號。 
暫時解決方式: 帳號1改以v4方式註冊，帳號2改以v6註冊，讓話

機優先以v4通話。 
解決方式:等待話機原廠提供新版韌體修正。 
 

 

網路電話購置說明 



學生認證系統 

校務行政組 

製作者:黃婉貞老師                            報告者:陳志堅老師 



https://estdpassport.tn.edu.tw/ 

學生認證系統 



系統特色 

• 學生從國小到國中，含市內轉學，可用同一個帳號，
使用教育局資訊中心提供之服務。 

─ OpenID應用 

• 12年國教多元學習查詢系統（國中） 
http://jhquery.tn.edu.tw/ 

• 申請教育部Email 

─ WiFi漫遊 

─ Office365(IE9、Firefox可登入；IE11、Chrome無法登入) 

• Email 

• SkyDrive 

─ 寒暑假網路競賽 



功能說明 

• 學生 

─ 註冊帳號 

─ 忘記密碼 

─ 修改密碼 

• 學校管理者（資訊組長、資訊媒體組長、學生認證
管理[角色]） 

─ 查詢註冊帳號 

─ 重設使用者密碼 

─ 啟用/停用帳號 

─ 註銷帳號申請 

─ 註銷審核結果 



功能說明 

• 學生-註冊帳號（1/4） 



功能說明 

• 學生-註冊帳號（2/4） 



功能說明 

• 學生-註冊帳號（3/4） 



功能說明 

• 學生-註冊帳號（4/4） 



功能說明 

• 學生-忘記密碼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查詢註冊帳號（1/2）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查詢註冊帳號（2/2）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重設使用者密碼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啟用/停用帳號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註銷帳號申請（1/3） 

─ 使用時機： 
學生的身分證字號與學號已被其他人用來註冊
帳號 

─ 建議： 
1.學生可以接受該帳號：重設密碼 ，不需註銷。 
2.學生無法接受該帳號：註銷帳號申請。 
 帳號經資訊中心管理者完成註銷手續後，方 
 可重新申請。 

─ 管理者須確認來申請註銷的學生，是本人無誤 
（國中可檢查學生證，國小若無學生證，可透
過導師申請…）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註銷帳號申請（2/3）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註銷帳號申請（3/3） 



功能說明 

• 學校管理者-註銷審核結果 



其他注意事項 

• 帳號非強制申請。 

 

• 102學年度畢業帳號處理： 

• 國中畢業生之帳號，由系統停用。 

• 國小畢業生之帳號，已移轉至學生就讀之國中。 
因此，國一新生若國小註冊過帳號，可沿用原
帳號，不須重新註冊 

 

• Office365登入帳號為： 
st+ 7 碼數字@cloud.tn.edu.tw  

 



教育部Email申請 

行政管理組 

報告者:陳志堅老師 



教育部Email申請 

URL: http://mail.edu.tw 

使用台南市OPENID登入帳號 

各校請鼓勵教職員與學生申請 

 



申請流程圖 



教育部Email申請 



教育部Email申請 

未註冊：導至申請郵件帳號頁面 已註冊：直接登入郵件系統 

注意事項 
申請帳號不能與現有帳號重覆 

一個使用者只能申請一個郵件帳號 

帳號至少6碼 

決定帳號後則無法再更改 



學校管理者 
各學校管理郵件系統老師 
處理所管轄學校使用者操作郵件系統的基本問題 

管理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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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功能 

管理者介面 

點選帳號 



管理者功能 

教育部Email簡報資料下載
http://rs.edu.tw/cloudmail/ 



資安政策宣導 

網路管理組 

報告者:劉宜婷老師 



報告項目 

1. 主機弱點掃描 

2. 資安通報演練 

3.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4.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5. 密碼設定原則 



主機弱點掃描 

§第一階段(已完成)  

• 時間：7月28日 ~ 8月29日 

§掃描結果處理方式 

• 請依照弱點修補建議進行修正。 

• 弱點報表建議事項請各校於複掃前修正。 

• 如有修正上的問題，可洽劉勇炫老師(yhliu@tn.edu.tw) 

                                            卓國興老師(kawsing@tn.edu.tw) 

                                            鄭盛南老師(ng344@tn.edu.tw) 

                                            劉宜婷老師(gfhytu100@tn.edu.tw) 

§第二階段（複掃） 

• 時間：10月6日 ~ 10月17日 

• 報表繳交：各校至線上填報上傳複掃結果HTML或PDF檔。 



主機弱點掃描 

§弱掃工具選擇 

【教育部網站應用程式弱點監測平台】 

•網址：http://web.tn.edu.tw/pinfo/。 

•請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安與個資保護專區→右方書籤列→    

 成大主機弱掃平台超連結登入。  

 

【OpenVAS弱掃工具】 

•網址：http://web.tn.edu.tw/pinfo/?p=388 

•相關問題可請教劉勇炫老師(yhliu@tn.edu.tw) 

 

http://web.tn.edu.tw/pinfo/
http://web.tn.edu.tw/pinfo/?p=388


資安通報演練 

§資料整備 

• 時間：8月13日(三)~10月24日(五)。 

• 聯 絡 人：請再次確認聯絡人更新至少2位（含）以上。 

• 更新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E-mail及手機號碼；手機號碼請直

接輸入數字，不需夾帶任何符號。 

• 密碼變更：每位資安聯絡人，皆要進行密碼變更作業。密碼

需以大小寫英文、數字、符號組合成8碼以上(請於10月24日

前變更完畢)。 



資安通報演練 

§通報演練 

• 時間：10月20日( 一) ~ 10月24日(五)【 上班時間】 

• 演練方式：簡訊及電子郵件同步發出「告知通報演練」，收到演   

                         練通知時，每校需有一名資安聯絡人1小時內到演練平  

                         台完成通報＋應變，此項列入年終統合視導計分。 

• 演練平台：https://drill.cert.tanet.edu.tw（演練開始才開放） 

•此次演練新增「資安宣導流程問卷」，各學校於完成通報+應變後， 

  以導引的方式引導演練單位填寫資安相關問卷，此問卷 需有一人填 

  寫。 



資安通報演練 

§操作方法：請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安與個資保護專區】/下

載專區/學校下載區/資安通報流程文件，下載相關文件網址： 

http://web.tn.edu.tw/pinfo 

http://web.tn.edu.tw/pinfo
http://web.tn.edu.tw/pinfo


資安通報演練 

§資安聯絡人 

• 各校資安聯絡人至少需有3位。 

 校長(2.16.886.xxx.xxx.xxx.xxx.20001) 

 資訊組長或網管人員(2.16.886.xxx.xxx.xxx.xxx.20001.1)  

 職務代理人或主任( 2.16.886.xxx.xxx.xxx.xxx.20001.2)  

 每位資安聯絡人務必填寫正確手機號碼與E-mail，以便及時

收到資安通報演練訊息。 

• 資安聯絡人增刪修改諮詢窗口如下： 

TACERT(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 

服務電話：(07)525-0211 

網路電話：98400000 

E-mail：service@cert.tanet.edu.tw 

mailto:service@cert.tanet.edu.tw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為減輕資訊組長作業上的負擔，建議組長可於自行或告知通報時，順道完成

應變流程，之後在依據解決辦法完成修補動作。 

 

 

 
 

告知通報 
& 

自行通報 
 

 
通報 

 
應變 

 
通知方式 

1、2級 

資安事件 

1小時內完成 72小時內完成 

 

簡訊+Email通知(告知通報) 

資訊中心以Email通知(自行通報) 

3、4級 

資安事件 

1小時內完成 
需電話通知資訊中心 

36小時內完成 簡訊+Email通知(告知通報) 

資訊中心以Email通知(自行通報) 

資安預警事件 判定 通報 

Email通知 誤判、確實事件、

無法判斷 

確實事件需進行

【自行通報】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告知通報&自行通報&資安預警事件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通報應變流程依照不同資安情報來源可分為：  

 告知通報：係由其他單位( 如：ICST、A-SOC、NCKU、ABUSE、G-

ISAC 等) 所告知教育部所屬單位所發生之資安事件，依據分享原則與主

動告知原則寄發資安通知，並須於 1 小時內登入通報平台完成通報＋應

變此事件，此告知通報亦列入年終統合視導計分項目之一，請各校注意

不要逾時。 

 
 

超過時限(1小時)通報學校數 2013年 2014年9月 

超過1小時，2小時內 3所 1所 

超過2小時，3小時內 

 

1所 3所 

超過3小時以上 

 

2所 2所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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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告知通報主要類型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系統入侵之應變措施參考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對外攻擊之應變措施參考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殭屍電腦之應變措施參考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通報應變流程依照不同資安情報來源可分為：  

 自行通報：係由各校自行發現資安事件，或由資訊中心監控

發出電子郵件通知學校網路異常，請各校排除異常後主動向

上級通報。不管是那一級資安事件，當第一線人員發現事件

時須於登入通報平台完成通報＋應變此事件。不同的是3-4 

級因事態嚴重，因此尚須電話通知上層管理，落實緊急通

報。 

 
 



正式資安通報注意事項 

§通報應變流程依照不同資安情報來源可分為：  

 資安預警：係未確定事件或待確認工單。需登入資安通報平

台完成此工單的判定：a)誤判：設備相關記錄無符合項目，

選擇「誤判」選項後，於「原因」處填寫說明。  

b)確實事件：如是確實事件，需進行

自行通報+應變作業。 

 c)無法判斷：如部份資料符合或設

備相關記錄已不存在，選擇「無

法判斷」選項後，於「原因」處

填寫說明。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階段 (已完成) 

• 時間：5月09日 ~ 7月31日  

• 方式：各校線上填報及上傳佐證資料。 

§第二階段（線上書審，進行中） 

• 時間：9月01日 ~ 11月30日  

• 方式：教育部稽核小組線上書面審核。 

§第三階段（實地訪視） 

• 時間：12月01日 ~ 12月12日(預計時間) 

• 方式：由本局組成稽核小組，實地到校訪視。 

§第四階段（矯正預防報告繳交方式） 

• 時間：12月01日 ~ 12月20日 (預計時間) 

• 方式：各校線上填報及上傳矯正與預防處理單。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內稽範例文件下載區：請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安與個資保

護專區】/下載 專區/學校下載區/國中小校園內稽相關文件下載

相關文件網址： http://web.tn.edu.tw/pinfo 

http://web.tn.edu.tw/pinfo


密碼設定原則 

• 登入個人主機或伺服器務必設置密碼，密碼應至少8碼且6個 

     月更換一次，並禁止重複使用相同密碼。 

• 密碼應同時包含英文大小寫字母、數字及符號。 

• 密碼設置原則應避免設定易猜測或公開資訊，例如： 

機關、單位名稱或其他相關事項 

使用者ID、其他系統ID 

電腦主機名稱、作業系統名稱 

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電話號碼 

空白 

字典字彙 



資安防護學園-資安大富翁 



資安防護學園-資安大富翁 

• 網址：http://cissnet.edu.tw/safely/ 

• 活動開始時間： 103年10月1日~103年11月15日 

 



資安防護學園-資安大富翁 

• 登入方式：使用OpenID登入 

 

 



資安防護學園-資安大富翁 

• 挑戰方式：三個網路安全守則主題關卡(各年級題目皆不同)，並以

年級分層(3、4年級、5、6年級、7、8 、9年級)。 

 

 

 

 

 

 

 



資安防護學園-資安大富翁 

• 闖關方式：每個關卡會由電腦自動選出10個題目，每題1分，

只要答對6題以上，並留下姓名、就讀的學校、班級、指導教師

的姓名，就可以得到「挑戰資安大富翁」金幣1枚。（累積愈多

金幣，得獎機會愈大唷！每位同學最多可累積45次抽獎機會！） 

 

 

 

 

 

 



綜合座談 



散會，回家平安 


